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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誰而設
Who this is for
如果因你的伴侶虐待你而擔心自己或你孩
子的安全，這是為你而設的。你可能感到
羞愧、害怕，和孤單。但你被虐待不是你
的錯。
你的伴侶是一名已經或曾經與你結婚、現
在或曾經與你有婚姻般關係的生活，或與你
一起育有孩子的人。
參閱「誰可幫助你？」 以獲取更多有關在
哪裡可以得到幫助

向警方求助
Get help from the police
如果你身處即時危險，致電911。
如果你不會說英語，可要求傳譯員幫助。
如果你區內沒有911服務，致電當地警方或
皇家騎警的緊急號碼。
你和你孩子擁有安全的權利。警方在虐待
發生當時及其後，可以幫助你。

向「卑詩省受害人熱線」
求助
Get help from VictimLinkBC
被虐待者可致電1-800-563-0808（每天24小
時，免費）尋求保密的、多種語言的支援。
「卑詩省受害人熱線」(VictimLinkBC) 可
以提供有關支援服務的資訊，並告訴你可
在哪裡找到就近的緊急避難所或臨時庇護
中心。
這些地方為任何受到虐待或有被虐待危險
的人，提供臨時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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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Safety Planning
閱讀本部分，如果：


你擔心個人安全，因為你的伴侶虐待或威脅你；及



你需要協助計劃你的安全，不論你是否想維持關係或離開。

如何能計劃你的安全？
How can you plan for your safety?
要安全較有保障，你可做的一件事便是訂立一個安全計劃 (safety
plan)。安全計劃是一些你可採取的步驟，用來保護自己和孩子。
訂立安全計劃意味著，如果你被虐待，你知道如何得到幫助。你的孩子也
會覺得更安全，當你幫助他們訂出自己的安全計劃。
要求朋友、倡議者，或受害人服務工作者幫助你。

如何開始安全計劃？
How do you start a safety plan?


索取你區內的緊急服務資訊 (例如：安全屋或臨時庇護中心)，及如何在
你需要時得到幫助。



與能幫助你的人，商量你的計劃。



與你的孩子，談談如何保障安全。



保留虐待的記錄和保存證據（照片、電郵、見醫生紀錄，警方報告）。
要在你住所以外的安全地方，存放這些物件。可能的話，最好你能把它
們存放在朋友處。

你的計劃要有如何在家裡保護自己，及至到離開關係後。
這部分只提供一些例子，有關做些什麼的來保護自己。你需定制你個人的
安全計劃，以配合你的情況。

如何能在家裡保護自己？
How can you protect yourself at home?
考慮你需要做什麼才可安全地留在家裡。


如果你預料你的伴侶會變得暴戾，在家裡找一處最安全的地方。在這處
你不會被困，也沒有武器，例如刀子。



計劃你的緊急出口。



得悉當地的緊急電話號碼，及在那裡得到幫助。



請求鄰居和朋友報警，如果他們看見或聽到任何可疑事情。

安全計劃


存放一些金錢在一處安全的地方。



把你的手袋、錢包、身份證、鑰匙、藥物，以及手機，存放在安全、容
易進出的地方，以備突然要離開時用。



如果你的伴侶也可進入你使用的電腦或流動電子產品，你應把你瀏覽過
的記錄刪除。有關更多資訊，查看
wikihow.com/Clear-Your-Browser’s-Cache。



找到一個安全地方，存放你和孩子重要的及個人的文件。



如果你決定離開，不要告訴你的伴侶你要離開，直到你與孩子身處安全
的地方。

如何在離開後保護自己？
How can you protect yourself after you leave?
在離開後，你仍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虐待。這可會是危險的時刻，
你的安全計劃可包括以下的行動：


如果你有一份保護令，或無接觸保釋，或感化令，把其副本隨身帶備。



如果你有一份保護令，把你前伴侶的照片，給你的同事和鄰居看看，並
要求他們在見到他時便報警。



把你郵件安排寄到朋友或家人那裡。



讓你家人、密友、同事，和孩子的日托中心或學校，知道你已離開虐待
你的伴侶；如果你的前伴侶聯繫他們時，要求他們不要提供資料。



聯絡所有寄錢給你的業務和政府辦事處，更改你的地址。



把手機時常充足電和隨身㩦帶。



篩濾打給你的所有電話。



確保你的詳細聯絡資料不在公開名單上，例如員工電話列表。



更改你社交媒體的用戶密碼，並確保只有你的朋友和家人才知道有關社
交媒體的資料。



確保你的住所安全，並採用不同的路線回家。



轉換銀行、雜貨店和其他你常用的服務。



如果你留在家裡，更換門鎖及如可能的話，安裝報警系統。



把車輛停泊在照明良好而又靠近入口的公共區域，並在取車途中把車匙
準備在手。如可能的話，與人一起前往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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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護你的孩子？
How can you protect your children?
你的孩子也需要一個安全計劃。通過與孩子交談，計劃有關安全事
宜。考慮以下方法：


告訴孩子，他們主要的任務是保護自己，而不是保護你。



讓孩子知道，如果有暴力事情發生，他們可到屋裡哪處安全躲避。



與孩子約定一個暗語，可在家中發生暴力時使用；如果孩子聽到你說這
暗語，他們知道要致電求助。



教導孩子，如何打911報警，並可說些什麼。

誰能幫助訂立安全計劃？
Who can help make a safety plan?
「卑詩省受害人熱線」(VictimLinkBC) 可助你開始訂立你的安全計劃。他們為
遭受虐待的人，提供保密、多種語言支援。
1-800-563-0808 （24小時，免費）
mylawbc.com 網站可助你訂立一個安全計劃。在網站上，通過「虐待和
家庭暴力」(abuse and family violence) 的引導途徑，幫助思考你需做什麼以保安
全。就你的情況，定制安全計劃清單及一份可下載的計劃。
mylawbc.com/paths/abuse （點擊「訂立一個安全計劃」）。

清除瀏覽器
Clear your browser
如果你的伴侶也可進入你使用的電腦或流動電子產品，你應把你瀏覽過的記錄
刪除。有關更多資訊，查看 wikihow.com/Clear-Your-Browser’s-Cache。

婦女受伴侶虐待
閱讀這部分，如果你是一名婦女並：


擔心自己或子女的安全，由於妳的伴侶虐待妳，及



想知道伴侶的行為是否屬於虐待

在這部分內，「伴侶」(partner) 是指一名男性，妳與他已婚或曾經結婚、現
在或曾經有婚姻般關係的同居生活，或一起育有孩子。

什麼是虐待？
What is abuse?
虐待包括威脅以至身體或性侵犯的行為，亦可涉及感情、口頭及經濟上有害的
行為。
施虐者利用威脅和暴力手段把權力及控制強加於伴侶身上。通常，施虐者
會把虐待的成因歸咎於受害者。但虐待是施虐者的錯，妳被虐待不是妳的錯。
下面是一些關係虐待的例子。
情緒或口頭虐待是當妳的伴侶：


令妳尷尬、喝罵妳、侮辱妳，或用花名羞辱妳；



不斷批評和指責妳做的一切；



不讓妳與朋友和家人聯繫；



威脅把妳驅逐出境；或



指責妳曾經或希望與他人發生性關係。

心理虐待是當妳的伴侶：


決定或限制妳做什麼、到哪裡，或與誰見面；



打開並閱讀妳的郵件、電郵、短訊，或其他私人郵件；



不論妳在哪裏都跟蹤或監視妳；



未經允許便公開妳性愛的照片或錄影；



不斷致電、發短訊或電郵給妳，尤其妳已聲明不要聯絡妳；



查看妳的電話或互聯網活動；或



威脅傷害妳、妳的孩子、朋友，或寵物。

經濟虐待是當妳的伴侶：


操控所有家庭開支的決定，及不讓妳有任何金錢；



不讓妳使用銀行戶口或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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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妳找工作，或令妳失去工作，或



以妳的名字積累債務。

性虐待是當妳的伴侶：


在妳不想或不同意下，強迫與妳發生性行為；



強迫妳進行令妳不舒服或傷害妳的性行為；或



在沒有妳同意下，傷害妳的性器官。

身體虐待是當妳的伴侶：


阻止妳離開妳的家；



弄破妳的東西，損毀財產，或威脅要破壞妳珍惜的物件；或



推擠、掌摑、扼頸、拳打、腳踢，或用武器或任何物件來傷害妳。

如果妳的伴侶威脅要綁架妳孩子，或威脅利用法庭奪去妳的孩子，都是虐
待。
在妳離開伴侶後，虐待仍可繼續發生。例如：施虐者可威脅告上法庭來強
迫妳做他想要的事。或者他會不斷或試圖把妳告上法庭，或不遵照法庭指令支
付子女撫養費。

誰最有危險？
Who’s most at risk?
無論任何背景的婦女都可會遇上虐待。研究顯示，有較大可能遭受虐待的
婦女包括年輕、原住民，有毒癮或酗酒、殘疾，和生活貧困的婦女。所有婦女
都可獲得幫助。

什麼情況虐待算違法？
When is abuse against the law?
任何種類的虐待都是有害的。此外，許多種類的虐待也是罪行：


身體襲擊是發生在妳的伴侶毆打或傷害妳時；當他威脅要毆打或傷害
妳，而妳相信有可能和將會發生，這也算是身體襲擊。



性侵犯是在未經妳同意下，與妳發生任何涉及性的行為。這包括不自願
地被吻、性觸摸，和強迫性交（強姦）。



刑事滋擾（也可稱為跟蹤，stalking）是妳的伴侶強加在妳身上不必要和
持續的關注。以慣性的威脅和行動，令妳擔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法律
規定，妳的伴侶不得一次又一次打電話或發電郵給妳、跟著妳、威脅
妳，或威脅要毀壞妳的財產。

婦女受伴侶虐待
為何妳留下來？
Why do you stay?
令婦女留下來與施虐的伴侶一起的原因有很多。妳可能為以下的原因而留下來：


妳相信事情會改變。妳可能是一名「暴力循環」(cycle of violence) 的受害者
-- 暴力在關係虐待中的屢次重複。先是關係緊張而慢慢積累，直至暴力發
生。事後，妳的伴侶可會內疚、保證暴力不再發生，並表現出關愛。雖然
這可會說服妳倆虐待會終止，但往往這樣模式的虐待會再次發生。



妳感到在經濟上要依賴施虐者，如果妳有殘疾的更甚。



妳擔心孩子的安全。



妳害怕失去妳的家、子女，或移民身份。



妳認為沒有人相信虐待發生過。



妳沒有社會支援，並感到孤單。



妳不知道妳有的法定權益或可幫助妳的支援服務。



妳的英語說得不好，並認為別人不會明白妳，或妳是初到加拿大的新移
民。



妳受到來自家庭、社區、宗教、文化，或社會信念的壓迫。

妳可得到幫助
You can get help
由於妳身處關係虐待，妳也許會感到尷尬、羞愧、憂鬱、沮喪、困窘
、內疚，或害怕而不願向人傾訴或求助。關係虐待並非 家庭私事。不論妳是否想
留住這關係或離開，妳仍可得到幫助。
首先妳向一些妳信任及妳認為會相信有虐待此事的人傾訴。制訂一個安全計
劃（行動計劃）來設立可行的步驟，以便一旦虐待發生可保護自己。參閱「安全
計劃」。

哪裡能尋求幫助？
Where can you find help?
「卑詩省受害人熱線」(VictimLinkBC)，為遭受虐待的婦女提供保密、
多種語言的支援。他們會提供轉介服務和有關支援資源的資訊。
1-800-563-0808 （每天24小時，免費）
有許多訓練有素的人員和服務可以給予支援、轉介，法律諮詢和資訊。參閱
「誰可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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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這部分，如果你有孩子並且：


你的伴侶曾虐待或威脅你或你的孩子；及



你已經離開施虐你的伴侶，或正在考慮離開。

如何能保護你的孩子？
How can you protect your children?
如果你決定離開你的伴侶，並擔心孩子的安全，帶他們與你一起離
開。
如果不能帶你的孩子一起離開，在可以時儘快帶走他們。如果你覺得要回
去帶走孩子會不安全，要求警方陪同你去，警方可確保你的安全。如果沒有法
庭的指令，警方不能強迫你的伴侶把孩子交給你。
如果你擔心自己和孩子即時的安全，或你認為你的伴侶將來可會虐待你和
孩子，申請保護令。參閱「保護令」。

你需知道什麼的撫養法律條款？
What legal terms about parenting do you need to know?
如果你和你的伴侶分開，有些法律詞語是你需要知道的。以下面的詞語在
「卑詩省家庭法法案」(BC Family Law Act) 中使用：


與孩子一起生活的，或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着有意義角色的父母，便
是孩子的監護人 (guardians)。一方父/母遷出後，孩子與誰同住則沒關
係：父母雙方仍是監護人。



監護人有親子時間 (parenting time) 和撫養責任 (parental responsibilities)。
親子時間是監護人與孩子共渡的時間。撫養責任是你養育孩子的責任
（例如為孩子的日常生活作主，和對孩子的教育和醫療下重要的決
定。）



與孩子接觸 (contact with a child) 是一名非監護人與孩子共渡的時間。

關於更多的家庭法資訊，參閱 familylaw.lss.bc.ca。

保護你孩子的安全
撫養令有何幫助？
How can a parenting order help?
你可申請撫養令 (parenting order) 以便限制你的伴侶的撫養責任和親
子時間。有時，法庭可指令一方父/母不能再做監護人。撫養令能釐清你們的
撫養責任，或限制你的伴侶的撫養責任或親子時間。
你可以不用律師來申請撫養令，但能得到法律幫助會較好。參閱「誰可幫
助你？」 中的「法律幫助」章節。
申領一份正式的撫養令需花點時間；申領一份「 過渡期（臨時） 撫養令」
(interim parenting order) 則較快。你可立即申請後者。
在緊急情況下，你可以申請過渡期指令而不用告訴你的伴侶。這稱為不予
通知 (without notice) 或單方面指令 (ex parte order)。你必須向法官解釋，為何這
是緊急情況以及把該指令通知你的伴侶會不安全。
在判決撫養安排時，法官只會考慮你孩子的最大利益 (child’s best interests) ，
包括：


孩子的身體和情緒健康；



孩子的意見，除非不宜考慮；



孩子和童年生活中與其他重要人物之間的愛和感情；



孩子對穩定的需要；



孩子受照顧的過往經歷；



父母或其他想獲監護權、親子時間，或接觸孩子的人，在照料孩子方面
的能力；



任何家庭暴力對孩子的安全、安穩和福祉的影響；及



孩子的父母是否能夠互相合作。

法官可以指令撰寫一份監護及探視報告（custody and access report，也稱
為第211條報告）。需付費給專業人士去撰寫這份報告，為孩子的最佳撫養
安排提供意見或建議。如果法庭委任一名家庭司法輔導員 (family justice
counsellor)，他/她可以免費撰寫該份報告，但可會等待很久。欲得更多資訊，
可上「律政廳長」(Attorney General) 的網站 www2.gov.bc.ca，並搜索「family
justice counsellors」(家庭司法輔導員)。
如果你有撫養令或協議，及後又得到一份包含不同細節的保護令，在此情
況，須先服從保護令。例如，如果你的撫養令把親子時間頒給你的伴侶，但你
的保護令卻聲明你的伴侶不能接近孩子，在此情況下，必須先服從保護令而把
親子時間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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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擔心孩子的安全，你可做什麼？
What can you do if you’re afraid for your children’s safety?
即使你的伴侶曾虐待你或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可能仍然記掛着並希
望見到他們。你的伴侶可以上法庭或通過律師、家庭司法輔導員，或調解員要
求他有親子時間。親子時間 (parenting time) 是監護人與孩子共渡的時間。如果
你擔心孩子的安全，告訴法官並要求：


親子時間或接觸條件 (conditions on parenting time or contact): 法官可以決
定你的伴侶如何與孩子共渡時間。例如，法官可以指明你的伴侶：


不能與孩子一起時及在24小時前使用毒品或酒精，或



不能帶孩子離開你家的社區或讓他們留宿過夜。



受監督的時間 (supervised time): 你的伴侶只可有別人與他們同場時，才能
探望孩子。你前往法庭之前，詢問朋友或家人能否幫忙監督探訪。



具體時間 (specific times): 你的伴侶只能在某些時間與孩子共渡。



具體的見面場所 (a specific meeting place): 你的伴侶必定不能帶孩子離開特
定的地方。

當孩子與你的伴侶見面時，為確保你的安全，你可做以下的事情：


訂立一個安全計劃。在公眾場所見面，或有其他成年人陪你同去或為你
穿針引線。要求法官把這安排寫入法庭指令。也許確保把這安排放入協
議中。



用書面記錄何時你的伴侶在約定的親子時間內沒出現、或出現時醉酒或
吸毒。這些記錄在法庭上可有幫助。



如果你的伴侶在約定的親子時間內出現時醉酒或吸毒，而你覺得這情況
不安全，不要把孩子交給他。取而代之，提出安排另日再約探訪時間。



如果你覺得不安全或你有即時危險，致電911。如果你所在地區沒有911
服務，致電當地警察或皇家騎警的緊急號碼。



如果你的伴侶違反 (breach)（不遵守）撫養令，你可以回到法庭要求法官
強制執行 (enforce) 指令。法官也可以頒發不同類的指令。例如，法官可
以指令一方父／母或孩子去接受輔導或支援計劃。

保護你孩子的安全
哪裡你可為孩子得到輔導？
Where can you get counselling for your children?
孩子目睹虐待事情對他們造成傷害，並可影響他們的情緒。你可通過「兒童目
睹虐待計劃」(Children Who Witness Abuse Programs) 為你的孩子得到免費幫助。
致電「卑詩省受害人熱線」(VictimLinkBC) 1-800-563-0808。
兒童和青少年也可以透過「兒童求助熱線」(Kids Help Phone) 與輔導員商談，
致電1-800-668-6868。

保護兒童服務
Child protection services
你的孩子在你家可曾親眼目睹或經歷虐待事情。如果你和你孩子與你的施虐伴
侶住在家裡，孩子的安全至為重要。
根據卑詩省的法律規定，任何人懷疑孩子正受虐待或被疏於照顧，必須將事
情向一名「兒童及家庭發展廳」（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或受委託的原住民機構的社工舉報。致電1-800-663-9122。
該廳會確保孩子安全並且不會因目睹家庭暴力而受到傷害。社工會嘗試與你
合作令孩子無論是與你或你家人都安全。但是，如果沒計劃就孩子在哪安全生
活達成協議，社工也有權將孩子安置寄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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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這部分，如果你是一名男士並：


擔心安全或感到沮喪，因為你的女性伴侶虐待你，及



想知道你的伴侶的行為是否屬於虐待。

在這部分中，「伴侶」(partner) 是指一位女性，你與她已婚或曾經結婚、現
在或曾經有婚姻般關係的同居生活，或一起育有孩子。

你並不孤單
You’re not alone
如果你是一名男士被你的伴侶虐待，你並不孤單。這種虐待情況常
見發生，卻沒有受到廣泛討論或舉報。你要拿出勇氣去承認及舉報。

什麼是虐待？
What is abuse?
虐待包括威脅以至身體或性侵犯的行為，亦可涉及感情、口頭及經濟上有害的
行為。
施虐者利用威脅和暴力手段把權力及控制強加於伴侶身上。通常，施虐者
會把虐待的成因歸咎於受害者。但虐待是施虐者的錯，你被虐待不是你的錯。
下面是一些關係虐待的例子。
情緒或口頭虐待是當你的伴侶：


令你尷尬、喝罵你、侮辱你，或用花名羞辱你；



不斷批評和指責你做的一切；



不讓你與朋友和家人聯繫；



威脅把你驅逐出境；或



指責你曾經或希望與他人發生性關係。

心理虐待是當你的伴侶：


決定或限制你做什麼、到哪裡，或與誰見面；



打開並閱讀你的郵件、電郵、短訊，或其他私人郵件；



不論你在哪裏都跟蹤或監視你；



不斷致電、發短訊或電郵給你，尤其你已聲明不要聯絡你；



查看你的電話或互聯網活動；或



威脅傷害你、你的孩子、朋友，或寵物。

男士被伴侶虐待
經濟虐待是當你的伴侶：


操控所有家庭開支的決定，及不讓你有任何金錢；



不讓你使用銀行戶口或信用卡；



不讓你找工作，或令你失去工作，或



以你的名字積累債務。

性虐待是當你的伴侶：


強迫你進行令你不舒服或傷害你的性行為；或



在沒有你的同意下，傷害你的性器官。

身體虐待是當你的伴侶：


阻止你離開你的家；



弄破你的東西，損毀財產，或威脅要破壞你重視的物件；或



推擠、掌摑、扼頸、拳打、腳踢，或用武器或任何物件來傷害你。

如果你的伴侶威脅要綁架你孩子，或威脅利用法庭奪去你的孩子，都是虐
待。
在你離開伴侶後，虐待仍可繼續發生。例如：施虐者可威脅告上法庭來強
迫你做他想要的事。或者他會不斷或試圖把你告上法庭，或不遵照法庭指令支
付子女撫養費。

誰最有危險？
Who’s most at risk?
研究顯示，有較大可能遭受虐待的男士包括年輕、原住民，普通法關係的伴
侶，或與伴侶在生活上的其他方面有巨大的矛盾和壓力。所有男士都可獲得幫
助。

什麼情況虐待算違法？
When is abuse against the law?
任何種類的虐待都是有害的。此外，許多種類的虐待也是罪行：


身體襲擊是發生在你的伴侶毆打或傷害你時；當他威脅要毆打或傷害
你，而你相信有可能和將會發生，這也算是身體襲擊。



性侵犯是在未經你同意下，與你發生任何涉及性的行為。這包括不自願
地被吻、性觸摸，和強迫性交（強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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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滋擾（也可稱為跟蹤，stalking）是你的伴侶強加在你身上不必要
和持續的關注。以慣性的威脅和行動，令你擔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法
律規定，你的伴侶不得一次又一次打電話或發電郵給你、跟著你、威脅
你，或威脅要毀壞你的財產。

為何你留下來？
Why do you stay?
令男士留下來與施虐的伴侶一起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社會對男
性和女性應如何採取行動的態度。我們的社會期望男性要堅強和保護婦女，而
不是被她們虐待。
重複的心理和情緒虐待久而久之會降低自信和自尊。你可能會開始相信，
你因沒有履行社會期望男性擔當的角色而應受到虐待。如此信念令男性很難離
開關係虐待。
你留下來的其他原因可包括：


你想關係繼續，因為你愛你的伴侶，而且你的伴侶有時對你表現出關愛
和善良。



你感到在經濟上要依賴施虐者，如果你有殘疾的更甚。



你擔心孩子的安全。



你想陪伴和照顧你的孩子。



你認為沒有人相信虐待發生過。



你拒絕相信身處受關係虐待中。（你認為，「事情不是那麼糟糕」或
「我是男人，我可以應付得來。」）



你沒有社會的支援，並感到孤單。



你不知道你有的法律權益或可幫助你的支援服務。



你受到來自家庭、社區、宗教、文化，或社會信念的壓迫。

男士被伴侶虐待
你可得到幫助
You can get help
由於你身處關係虐待，你也許會感到尷尬、羞愧、憂鬱、沮喪、困
窘、內疚，或害怕而不願向人傾訴或求助。關係虐待並非 家庭私事。不論你是
否想留住這關係或離開，你仍可得到幫助。
首先你向一些你信任及你認為會相信有虐待此事的人傾訴。制訂一個安全
計劃（行動計劃）來設立可行的步驟，以便一旦虐待發生可保護自己。參閱
「安全計劃」。

男士能在哪裡尋求幫助？
Where can men find help?
「卑詩省受害人熱線」(VictimLinkBC)，為遭受虐待的男士提供保
密、多種語言的支援。他們提供轉介服務和有關支援資源的資訊。
1-800-563-0808（每天24小時，免費）
一些組織專為男士提供支援服務、輔導，和資訊：
「卑詩省受性虐待男倖存者協會」(BC Society for Male Survivors of
Sexual Abuse)
604-682-6482 （大溫哥華）
1-888-682-6482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bc-malesurvivors.com

「卑詩男士資源中心」 (BC Men’s Resource Centre)
604-878-9033 （大溫哥華）
menbc.ca

「男士中心」 (The Men’s Centre)
250-716-1551 （納奈莫）
877-716-1551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themenscentre.ca

「男士創傷中心」 (The Men’s Trauma Centre)
250-381-6367 （維多利亞）
1-866-793-6367（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menstrauma.com

16 / Protection Orders
閱讀本部分，如果：


你擔心自己或你孩子的安全，因為你的伴侶虐待你或威脅要傷害你或毀
壞你的財產；及



你需要一份法庭指令去保護自己或孩子。

你可能需要律師的幫助。參閱「誰可幫助你？」 中的「法律幫助」章節。

什麼是保護令？
What are protection orders?
如果你的伴侶威脅你，對你使用暴力，或令你擔心自己或孩子的安
全，你可以申請一份「保護令」(protection order)。保護令是由法官在法庭上或
由警方頒發，以幫助保護你免受他人傷害。保護令有以下兩種：


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s) 由刑事法庭頒發。



家庭法保護令(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由家庭法庭頒發。

在你獲頒保護令後，經常攜帶一份副本隨身，以便你如需要報警時，可將
副本出示給警方。你或許亦想把一份副本交給你孩子的學校或托兒所備存。

什麼是和平保障令？
What’s a peace bond?
和平保障令是一份保護令，由法官根據「加拿大刑事法典」
(Criminal Code of Canada) 頒發。它能幫助保護你免受伴侶傷害。
和平保障令可以訂立一些條件，例如，你的伴侶：


不能直接或間接的接觸你（或你的孩子）；



必須遠離你的居所和工作地點；



不可通過電話、郵件、電郵、透過他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與你接觸；



不能攜帶武器或使用吸毒或飲酒；或



必須接受輔導。

如何申請和平保障令？
How do you apply for a peace bond?
和平保障令不需由律師去申請，你可以致電警察或皇家騎警要求一份。


警方可就你的申請把一份報告發送給政府律師 (Crown counsel)。該份報告
將列載你的情況、你為何擔心自己安全，以及你為何需要和平保障令來

保護令
保護。政府律師可就此報告為你向法院申請一份和平保障令；你亦可向
省級刑事法庭自行免費申請一份和平保障令。


申請和平保障令時，你須上法庭接受聆訊，而你的伴侶也可會在法庭現
場。在聆訊中，你或政府律師不須向法官證明你的伴侶傷害你，只須證
明你有合理原因擔心你的伴侶會傷害你、你家人、或寵物，或毀壞你的
財產。



和平保障令在加拿大各地適用，最長可達一年。如有需要，你可以申請
另一份。



如申請和平保障令，政府律師會參與。如有法庭聆訊，會在刑事法庭進
行。

如果你的伴侶違犯和平保障令
If your partner breaches a peace bond
如果你的伴侶違犯 (breach)（不遵守）和平保障令，馬上致電報警；告訴警方
你持有一份和平保障令，警方便可拘捕你的伴侶並控以刑事罪行。
記筆錄下所有你的伴侶破壞和平保障令的次數、每次你致電報警的資料，
以及警方給你的案件編號等。
如果你與你的伴侶接觸，便是你 不遵守和平保障令了。如果你想與你的伴
侶接觸，你必須要求政府律師更改和平保障令訂下的條件。

什麼是家庭法保護令？
What’s a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
「家庭法保護令」(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 是一份保護令，根據
「家庭法法案」(Family Law Act) 頒發，能幫助保護你免受某位家人傷害，例
如，你的伴侶、你孩子的父/母或監護人，或與你同住的親戚。法官在家庭法
庭上（省級或最高法院）可頒發家庭法保護令，若有以下家庭暴力的危險，例
如：


你或你家人在身體上、情緒上、心理上，或性方面受到虐待；



你被人尾隨或跟蹤；



你的財產被毁壞；或



你的孩子身處家庭暴力中。

家庭法保護令可以告訴你的伴侶：


不得接觸你、你的孩子或其他家人；



遠離你的家、工作地點、學校，或你和其他家人流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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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尾隨你、你的孩子，或其他家人；



不得擁有武器；及/或



警方可以把你的伴侶從住所帶走，或警方可與你一起前去你的家取回你
的個人物品。

你如何申請家庭法保護令？
How do you apply for a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
你可以向省級法庭或最高法院申請一份「家庭法保護令」。該保護
令通常是向省級法庭 (免費) 申請的，而你須填寫一些表格和出席聆聽。
你也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請。如果你的個案已經在最高法院開始，收費80元；
如仍未開始，收費200元。
在申請時，你不必通知你的伴侶。發出通知可能會對你的安全增加危險。
法庭頒發保護令後，會把副本送遞 (serve) (安排送交) 給你的伴侶。屆時，你伴
侶可向法庭要求撤銷或更改該指令；如果他能證明沒有家庭暴力的危險，保護
令就會被撤銷。


家庭法保護令在一年後結束，除非法官在指令上另定日期。



該令在卑詩省頒發，通常只適用於卑詩省內（不適用於其餘加拿大省
份），但你也許能在你的新居地區向法庭登記你的保護令。

如果你伴侶不遵守指令
If your partner disobeys the order
如果你的伴侶違犯該指令（如果你們任何一方接觸對方），警方可以拘捕你的
伴侶並控以刑事罪行。
如果你想接觸你的伴侶，你必須向法庭申請更改或取消該保護令。在你更
改該保護令之前，與一名「受害人服務工作者」或律師商談一下；你需知道更
改該令可會如何影響你或孩子的安全。

其他刑事法庭指令
Other criminal court orders
如果你的伴侶被指控干犯刑事罪，例如襲擊你，也許有其他的法庭指令附有一
些條件來保護你，這些指令包括：保釋、緩刑，或有條件判刑的指令，在上述
的指令中也許還包括一些條件規定不能接觸你或你孩子、或你家人或朋友，及
不得前往指定的地址(例如你的住所、工作場所，或學校) 等。有可能，刑事法
庭指令與保護令同時生效。

保護令
什麼是獨家居住指令？
What’s an exclusive occupancy order?
獨家居住指令 (exclusive occupancy order) 指明你可以與孩子留在家
裡。在該指令生效期間，你的伴侶不能進入你的家。
如果你想繼續與你的孩子住在家裡：


告訴警方你想有一份和平保障令指明你的伴侶必須遠離你的住家。



可根據「家庭法法案」，申請一份保護令、子女撫養令，及獨家居住指
令。

如果你離開虐待你的伴侶而前去一個安全的地方，你可以稍後才申請獨家
居住指令。申領該指令，你會需要一名律師與你上法庭辦理。除非你有危險，
法律援助不會提供律師為你辦理。尋找律師，參閱「誰可幫助你？」 的「法律
幫助」章節。

卑詩省保護令登記處
BC Protection Order Registry
「保護令登記處」(Protection Order Registry) 保存所有由卑詩省法庭頒發的保護
令的記錄。如果已把你的保護令登記並因你的伴侶而必須報警，警方可迅速找
到你的保護令上所訂的條件。為了確保你的指令已經登記並且正確無誤，致電
「卑詩省受害人熱線」：
1-800-563-0808 （每日24小時，免費）
www2.gov.bc.ca （搜索「Protection Order Registry」(保護令登記處 )

20 / Getting Help from the Police or RCMP
閱讀這部分，如果：


你身處即時危險；



你的伴侶曾虐待或威脅傷害你或你的孩子，或曾毀壞你的財產；及



你想向警方求助。

為何致電警察或皇家騎警？
Why call the police or RCMP?
他們可幫助你。你也許會因身在被虐待關係中，而害怕向警察或皇
家騎警求助。但記住，虐待是施虐者的錯，你被虐待不是你的錯。
你的伴侶威脅或傷害你乃是罪行。如果這情況發生：


致電 911。如果你的區內沒有911服務，致電你當地警察或皇家騎警的緊
急號碼。



如果你不會說英語，要求911提供傳譯員協助。

伴侶虐待你時、或虐待發生後而你在安全地方，你可致電報警。

你致電報警時會有何事發生？
What happens when you call the police?
當警察來到你家，他們會分別與你和你的伴侶談話。盡量告訴警方你所能記得
的細節。告訴他們，如果：


你擔心你和孩子的安全，以及你的伴侶做了什麼令你害怕。



你家裡有武器。



你試圖離開這關係，或已告訴伴侶你會離開。



你的伴侶有虐待你或他人的前科。



你想獲取法庭指令使你的伴侶遠離你和孩子。也參閱「保護令」 。



你和孩子想留在家裡。

向警察或皇家騎警求助
警方會做什麼？
What will the police do?
當你因伴侶虐待你而致電報警或會見警察時，他們必須立即調查並
做一份警方報告。
警方可以：


帶你和你孩子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例如安全屋、臨時庇護中心，或朋友
或親戚的家。



如果你受傷，帶你去醫院或見醫生。



如果有虐待證據，拘捕你的伴侶（即是，帶他上警局及問話）。即使你
不想，警方也可以拘捕你的伴侶。



把他們的報告和虐待的證據交給政府律師 (Crown Counsel)。政府律師判
斷是否有足夠的證據檢控你的伴侶的罪行。如果有襲擊或刑事騷擾的證
據，即使你不同意，警方也必須要求政府律師批准檢控你的伴侶。



如獲政府律師批准，便會就你的伴侶的罪行提出檢控。

當你與警方會面時，向他們索取附有他們姓名和電話號碼的名片，以及警
方檔案或案件編號。你需要這些資料，以便你可以：


如果你的伴侶在不應該的情況下接觸你，致電報警。



獲取有關警方調查及你的伴侶案件的最新消息。



舉報虐待事件，以便記錄在案，待日後需要時使用；例如，若果你要申
請保護令。

警方也可提供給你一些能幫助你的倡議者或受害人支援工作者的資訊。

22 / Getting Help from the Police or RCMP

如果警方拘捕你的伴侶，會發生何事？
What happens if the police arrest your partner?
如果被拘捕，你的伴侶可會在警方調查期間被拘留。如果你的伴侶
沒被起訴，他會被無條件釋放。但是，如果你的伴侶被起訴：


他可能要在無接觸 (no contact) 的條件下被釋放。例如，他不能以任何方
式接觸你，並且必須遠離你的家和工作地方。



他可能被拘留在監獄，並須向法庭申請保釋。法官會決定可否在警方和
法庭處理該刑事檢控期間，將你的伴侶釋放出獄（一般附帶無接觸條件
和不得使用槍械、吸毒或飲酒。）有時法官會加入一項條款准許透過律
師、家庭司法輔導員或調解員間接聯繫，以安排探訪孩子或財務支援。



他可上法庭認罪或不認罪。在某些情況下，法官可能會訂立釋放條件，
以限制你的伴侶不能接觸你或孩子，或上門。法官也可指明你的伴侶不
得使用槍械、吸毒或飲酒。

也參閱「刑事法庭程序」。

如果你有孩子會怎樣？
What if you have children?
如果你家有孩子，警方會致電「兒童及家庭發展廳」(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該廳會需要確保孩子安全，並且不會因目睹家庭暴力而
受到傷害。社會工作者會嘗試與你合作，讓無論是與你或你家人，孩子都安
全，社工不會想把你和你孩子分開；但是如果沒有計劃，就孩子在哪安全生活
達成協議，社工也有權將孩子安置寄養。
如果社工因你的孩子與你聯絡，你有權利獲得法律諮詢。致電「卑詩法律
援助」604-408-2172或1-866-577-2525（免費）。

哪些資訊你有權利獲取？
What information do you have a right to?
根據「卑詩罪案受害人法案」(BC Victims of Crime Act)，曾受虐待的
人，是有權利獲得關於其伴侶案件的最新資訊。這些資訊可以包括刑事司法系
統如何運作，及施虐者的判刑如何執行。
如果你無法從警察、皇家騎警，或政府律師那裡獲取資訊，倡議者或受害
人服務工作者可以能夠幫助你。參閱「誰可幫助你？」

誰可幫助你？
如果你或你認識的人被虐待，尋求幫助。以下是有關可協助你的人和機構的資
訊。

如果你身處即時危險
If you’re in immediate danger
致電911。如果你不會說英語，可要求一位傳譯幫助你。

如果你區內沒有911服務，致電當地警方或皇家騎警的緊急號碼。

可幫助你的服務
Services to help you
關係虐待不是 家庭私事。無論你住在卑詩省任何地區，支援服務和
受過訓練的人都可幫助你和你的孩子。

電話熱線
Telephone helplines
「卑詩省受害人熱線」(VictimLinkBC) 為虐待受害人提供保密、多種語言的支
援服務。他們提供轉介服務和關於支援資源的資訊。
1-800-563-0808 （每日24小時，免費）
victimlinkbc.ca
BC211 提供免費的資訊及轉介到社區、政府和社會服務。
211 （每日24小時）
bc211.ca

安全居所
Safe housing
收容所和臨時庇護中心，是婦女在離開虐待伴侶時，留下來暫住的地方。這些
居所可給婦女和他們的孩子，提供一個留宿和支援服務的安全地方。
尋找你社區內的居所，致電：
「卑詩臨時庇護中心協會」(BC Society of Transition Houses)：
604-669-6943 （大溫哥華）
1-800-661-1040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或致電「卑詩省受害人熱線」 1-800-563-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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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援助（福利金）
Income assistance (welfare)
向「社會發展及社會創新廳」(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 Poverty
Reduction) 申請應急錢：
1-866-866-0800 （免費）或
myselfserve.gov.bc.ca

如果你需要倡議者幫你申請經濟援助，聯絡 povnet.org（點擊「Find an
Advocate」(尋找倡議者）。
也參閱「如何處理金錢問題」 。

情緒支援
Emotional support
你可能想把你的情況向別人傾訴。致電「卑詩省受害人熱線」向「受害人援助
工作者」(victim assistance worker) 求助，他們可告訴你在你社區內哪裡有情緒
支援的服務。

用不同語言提供幫助
Help in different languages
「卑詩省受害人熱線」以110種語言為受害人提供幫助。
1-800-563-0808 （免費）
AMSSA 擬備一份名單，列出那些為移民提供傳譯和翻譯服務的多元文化機
構。
604-718-2780 （大溫哥華）
1-888-355-5560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amssa.org

法律幫助
Legal help

卑詩法律援助 (法律服務協會)
Legal Aid BC (Legal Services Society)
聯絡「卑詩法律援助」，了解關於免費的法律服務；告訴他們，如果你被虐待
及需要幫助來保障自己和孩子的安全。你可能有資格獲得免費律師服務。
604-408-2172 （大溫哥華）
1-866-577-2525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legalaid.bc.ca

誰可幫助你？
你如果不符合資格獲派律師處理你的個案，你可以尋求其他法律服務，例
如：


「家庭法律熱線」(Family LawLINE)



「家庭當值律師」(family duty counsel)（法庭上的律師）

其他「法律援助」網站：
familylaw.lss.bc.ca （家庭法資訊）
mylawbc.com （幫助制定安全計劃）

律師轉介服務
Lawyer Referral Service
提供給你一位律師的名字，以便你可與他商談你的法律問題，收費$25另加稅
（首半個小時）。
604-687-3221 （大溫哥華）
1-800-663-1919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卑詩省公益法律服務社團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如果你符合資格，法律診所可為你提供與律師免費會面半小時。
604-878-7400 （大溫哥華）
1-877-762-6664 （免費）

卑詩法律援助刊物
Legal Aid BC publications
卑詩法律援助出版關於法律的小冊子。以下是一些有
關虐待的小冊子：


「 晴朗的天空」 (Clear Skies ) (僅提供英文版
本。) 是一本圖畫書，以故事和圖象向你介
紹你的法定權利。



「保護你：和平保障令及家庭法保護令」
(For Your Protection: Peace Bonds and Family
Law Protection Orders) (提供繁體中文版本。)
解釋如何及何時申請和平保障令和家庭法保
護令，以及兩者之間有何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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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虐待」(Leaving Abuse) (僅提供英文
版本。) 是一本圖畫書（使用插圖和易懂語
言的故事），指出如何尋求支援和法律援
助。



「母親離開虐待伴侶：家庭法資訊」
(Mothers Leaving Abusive Partners: Family
Law Information) (提供繁體中文版本。) 描
述如何保護自己和你的孩子、法庭可做什
麼、決定撫養安排，以及從何處可獲幫助
及支援。



「 變性伴侶關係的安全」 (Safety in
Relationships for Trans Folk )
「 同性伴侶關係的安全」 (Safety in
Same-Gender Relationships ) (僅提供英文版
本。) 描述關係虐待、給予保障安全的提
示、消除常見的誤解，及列出可提供幫助
的社區資源。

閱讀這些刊物，可上網到 mylawbc.com/pubs
訂取刊物，可上網到 crownpub.bc.ca 在「Quick Links」
(快捷連結)下，點擊「BC Public Legal Education &
Information」(卑詩公共法律教育及資訊）。

清除瀏覽記錄
Clear your browsing history
如果你的伴侶也可進入你使用的電腦或流動電子產品，你應把你瀏覽過的記錄
刪除。有關更多資訊，查看 wikihow.com/Clear-Your-Browser’s-Cache.

如果你的擔保人虐待你
閱讀這部分，如果：


你是由你的伴侶擔保的加拿大移民；



你擔心你的安全（或你孩子的安全），因你的伴侶虐待你；及



你想知道如何保護自己或你的孩子。

警方能幫助嗎？
Can the police help?
是，他們能夠。你可會害怕向警察或皇家騎警求助。但記住，虐待
是施虐者的錯，你被虐待不是你的錯。
伴侶威脅或傷害你就是罪行。如果你身處即時危險：


致電911。如果你不會說英語，要求911提供傳譯員協助。



如果你的區內沒有911服務，致電當地的警察或皇家騎警的緊急號碼。

如果你的伴侶虐待你，警察可以把他帶走，或帶你和你孩子到一個安全的
地方，例如安全屋、臨時庇護中心，或朋友或親戚的家。如果你受傷，帶你去
醫院或見醫生。

你還能在哪裡得到幫助？
Where else can you get help?
如果你立即需要幫助，致電「卑詩省受害人熱線」 (VictimLinkBC)，他們可用
110種語言給受虐待人士提供協助。他們可以告訴你在哪裡找到緊急庇護所
（安全屋）或臨時庇護中心、受害人服務計劃，或法律幫助轉介服務。
1-800-563-0808 （免費）
victimlinkbc.ca

你能離開你的伴侶嗎？
Can you leave your partner?
是可以的。如果你的伴侶虐待你，你可以離開這關係，即使 你的伴
侶是你的擔保人。你也可帶同你的孩子一起離開。你可以帶走你的身份證，及
證明你和孩子加拿大移民身份的文件。你也可帶走任何屬於你的和孩子需要的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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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永久居民身份而你離開伴侶，你不會因此被遞解出境或須離開加
拿大。即使你的伴侶是你的擔保人，你也可以留下。



如果沒有永久居民身份或者你是難民申請人，而你離開伴侶，你應立即
尋求法律幫助。致電「法律援助」移民熱線。

人道和同情理由的申請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applications
一般來說，如果沒有永久居民身份，而你離開擔保你的伴侶或你的移民擔保被
取消，你可用人道和同情的理由申請永久居民身份。移民法律援助可以幫助你
向「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申請。
為評估人道和同情理由的申請，該部考慮：


如果你必須被送回你的祖國，你會面臨多大的困難；



你的工作技能、培訓，及家庭和社區支援能否幫助你適應加拿大的生
活；及



如果你必須離開加拿大，你孩子的最大利益是否會受到損害。

該部還會查看你申請時附帶的文件，例如警方報告和來自醫生、教師、僱
主，和其他你認識的人的信件。
如果你的申請獲得批准，你會被允許以永久居民身分在加拿大居住。
如果你的申請不獲 批准，你有可能要出席移民聆訊，以決定你是否要離開
加拿大。

你能得到經濟幫助嗎？
Can you get financial help?
如果你是永久居民，你可以申請收入援助 (income assistance)（也稱為
福利金, welfare）。這金錢是來自省政府，提供基本需要，例如住房、食物，和
衣服。這對你在加拿大的移民身份沒有影響。
如果你沒有永久居民身份並需要經濟幫助，在申請福利金之前，與律師、
倡議者，或安頓工作者（也稱為移民安頓工作者）商談。如果你已經以難民或
難民申請人獲得福利金，這些款項不會因你離開虐待伴侶而被取消。
可在網上www2.gov.bc.ca申請福利金。（先點擊「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s」，然後「Income Assistance」。）在申請前，集齊你的永久居民証明
和任何有助於你申請的文件。當你申領收入援助時，重要是要說明你是否曾受
侶伴威脅或虐待。
如果你沒有齊全部的身份證明文件或社會保險卡號碼 (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也稱為SIN)，你仍然可以申請困難援助 (hardship assistance)。這是應

如果你的擔保人虐待你
急錢，用於食物、居住，或醫療需要上。但要得到這金錢，你必須證明你是一
個永久居民。你還必須表明，你正在盡辦法拿出你的SIN和/或其他身份證明文
件。
要了解更多，參閱「如何處理金錢問題」。

你能獲得配偶贍養費或子女撫養費嗎？
Can you get spousal or child support?
如果你和你的伴侶分居或離婚，你的伴侶仍然有法律責任幫助撫養你的孩子，
這稱為子女撫養費 (child support) 或生活費 (maintenance)。他們可能還要給你生
活支援費用，這稱為配偶贍養費 (spousal support)。
你可向法庭申請要配偶提供的子女撫養費或配偶贍養費。如果你不想去法
庭，你和你配偶可以嘗試與調解員、律師，或家庭司法輔導員訂立協議。

你需要幫助取回你的移民文件嗎？
Do you need help to get your immigration documents?
你的伴侶可能持有你的移民文件，如果你害怕要求把文件取回，或
者你認為你的伴侶不會交還給你，你可以申請永久居民證件的認證副本或永久
居民的替換卡。致電「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1-888-242-2100 （免費）
cic.gc.ca

倡議者或安頓工作者可幫你，要求警方與你一起去你的伴侶的住所，取回
你的文件。警方可能不會迫使你的伴侶交出文件，但他們可以確保你在現場的
安全。

律師能為你做什麼？
What can a lawyer do for you?
在與「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的任何人交談前，與移民律師
商談以便獲得法律諮詢，這是一個好主意。
與家庭法律師商談幫助你也是個好主意：


申請法庭指令，要求你的伴侶遠離你，如有必要，也遠離孩子（參閱
「保護令」 ）；及



申請配偶贍養費、子女撫養費，及撫養令（參閱「保障你孩子的安全」
和「如何處理金錢問題」 ）。

如果你擔保你的伴侶而他虐待你，立即尋求法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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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這部分，如果你：


已經離開、或考慮會離開虐待你的伴侶；



對維持自己和孩子生活有疑問；及



想知有關你和你的伴侶共有的房子或財產可會如何處理，及由誰負責債
務。

你可在哪裡得到金錢？
Where can you get money?

收入援助金（福利金）
Income assistance (welfare)
收入援助金是金錢和其他福利金，如你有需要，可向卑詩省「社會發
展及社會革新廳」（該廳）(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 Poverty Reduction) 申
領，請致電：
1-866-866-0800 （免費）
告訴他們你正在離開虐待你的伴侶。如果你立即需要金錢用在食物、居住，或
醫療所需，告訴他們你想申請困難援助金 (hardship assistance)。這是你可迅速得到
的應急錢。
你只能短暫領取困難援助金。如果你持續與伴侶分居而沒有金錢，儘快申請一
般的收入援助金或殘疾福利金。
如果你在收取福利金而你更改地址，致電該廳將福利金發送到你的新址。
如果你在原住民保留區生活，必須遵循不同程序申請福利金，聯絡部族的社會
發展工作者。你不需是原住民才可在保留區申請福利金。

兒童稅務優惠
Child tax benefits
兒童稅務優惠是聯邦和省政府，每月向符合資格的家庭，支付養育子女的金錢。
如果你尚未收取這些福利，致電「加拿大稅務局」(Canada Revenue Agency) 申請：
1-800-387-1193 （免費）
如果你正在收取福利金，但沒有得到這些優惠，要求該廳在你等候這些聯邦優
惠開始時，發放最高（額外金錢）的福利金。
如果你收到一筆過支付的聯邦優惠，「卑詩省家庭津貼」(BC Family Bonus)
（省級福利）的金額將會在當月的福利金內扣除。
如果你正在收取一項或多項的聯邦優惠，又因你與伴侶關係結束而分居90天或
以上，你可有資格獲得更多的福利金。把RC65表格遞交「加拿大稅務局」說明你
已分居。尋找此表格，參看：
cra-arc.gc.ca （搜索「Marital Status Change」）
如果你更改地址，致電「加拿大稅務局」將優惠金發送到你的新址。

如何處理金錢問題
罪案受害人援助金計劃
Crime Victim Assistance Program benefits
這是卑詩省政府向罪案受害人支付的金錢，幫助他們從創傷和經濟損失中復
原。如果你遭受身體虐待或騷擾，你可以申請。援助包括諸如工資損失、醫
療開支，損壞的衣服或眼鏡、更換門鎖，和輔導等事項。你的伴侶不必要被控
罪，而你仍然可獲取這些援助金，但你必須要有警方報告。要申請，致電「罪
案援助計劃」(Crime Assistance Program)：
604-660-3888 （大溫哥華）
1-866-660-3888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子女撫養費或配偶贍養費
Child or spousal support
這是由法院可會就你們分居或離婚，命令你的伴侶支付給你的金錢。
配偶贍養費可會複雜並有時限。與家庭律師商談，或立即致電「家庭法律
熱線」(Family LawLINE) 獲取資訊，查詢你是否有權獲得配偶贍養費。致電：
604-408-2172 （大溫哥華）
1-866-577-2525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聯邦子女撫養費指南」(Federal Child Support Guidelines) 根據子女數目和你
的伴侶的收入，訂立你的伴侶必須支付多少子女撫養費。
要了解更多，向在「家庭司法中心」(Family Justice Centre) 的「家庭司法輔
導員」(family justice counsellor) 或「子女撫養費官員」(child support officer) 查
詢。這項服務是免費的。致電「卑詩服務中心」(Service BC) 並要求把你的電話
接線到就近你的家庭司法輔導員或子女撫養費官員：
604-660-2421 （大溫哥華）
250-387-6121 （維多利亞）
1-800-663-7867 （卑詩省其他地區，免費）

民事損害賠償金
Civil damages
法官可命令虐待你的伴侶支付給你的款項。要獲得這類賠償，你必須向民事法
庭起訴你的伴侶。該筆金錢是因你被虐待所受的痛楚、苦難、損傷，或損失的
工資，而向你賠償的。如果你想申請，立即和律師商談。申請有時限。參閱「
誰可幫助你？ 」單張內「法律幫助」的章節。

其他選項
Other options
你可能獲得「就業保險」金 (Employment Insurance) 或退休金（如果你符合資
格），或者你可向家人和朋友要求經濟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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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劃分家庭財產？
How is family property divided?
財產法律是複雜的。它有重要的時限。如果你有關於劃分家庭財產
的問題，請儘快與律師商談。
如果你已婚或曾經生活在一個婚姻般的關係中至少兩年（這使你和你的伴
侶成為配偶，spouses），你有家庭財產平等份額的權利。家庭財產是在你分居
時由配偶單或雙方擁有的一切東西。該等財產通常包括家庭住宅、汽車、傢俬
、銀行戶口、生意和退休金。它不包括伴侶單方在關係開始前已經擁有的財產
。
法庭只會在「明顯不公平」的事況下，才把原先平等分配的家庭財產，命
令作不平等分配。
如果你與伴侶同居少於兩年，你們並非配偶，雖然你通常可共享所擁有的
財產，但是如果財產不在你名下，並沒有書面協議說明你倆同意拆分，你可能
須要證明你的擁有權。你必須證明你曾支付部分費用，或以打理財產的形式來
支付。例如，你照顧孩子和家庭，令你的伴侶可賺錢而擁有財產。這就是所謂
的建設性信託 (constructive trust) 法律。

誰負責債務？
Who’s responsible for debts?
如果你已婚或曾經生活在一個婚姻般的關係中至少兩年，配偶雙方
要同樣負責家庭債務。
家庭債務是你或你配偶在這段關係期間承擔的任何債務，不論那方的名字
出現在債務上。這也包括你倆分手後，仍繼續要為照顧家庭財產而承擔的債
務。
法庭只會在「明顯不公平」的事況下，才把原先平等分配的家庭債務，命
令作不平等分配。
你和配偶所欠的金錢，債主只能從借債那方的配偶收取還款。如果你和配
偶共同欠下債務，債主可選擇嘗試只從配偶其中一方收取還款。
如果你已分居，考慮：


通知所有債主你們已分居。



取消任何附屬信用卡。



與銀行商談任何聯名戶口事宜。減低你名下現有的透支和信貸限額。如
果你需要信貸，要求銀行在你戶口中，開立個人的信貸額。



如果在你的投資、註冊退休儲蓄計劃、保險及遺囑上，你的伴侶是受益
人，更改這些安排。



與律師商談，尋求法律諮詢。

刑事法庭程序
閱讀這部分，如果：


你的伴侶被控向你襲擊或干犯另一罪行而須上法庭。



你可能須要做證人；及



你對有關的法律程序存有疑問。

有關哪裡獲得法律意見，參閱「誰可幫助你?」。

如果你的伴侶被檢控會發生什麼？
What happens if your partner is charged?
警方完成調查虐待事件後，他們會向政府律師 (Crown counsel) 提交
報告。政府律師不是代表你 的律師－他們只是代表公眾的。只有政府律師才可
以批准 (approve) 或撤消 (drop) 檢控。
卑詩省法律指明，如果有襲擊或刑事騷擾的證據，施虐者必須以刑事罪被
檢控。如果政府律師認為有理據並批准檢控，你的伴侶必須上法庭。在法庭
上，法官會問：


你的伴侶有否代表律師，或計劃找律師。



你的伴侶對刑事檢控想如何申辯 (plead, 回應)。

如果你的伴侶認罪 (pleads guilty)，便不會有審訊。反之，法官會在當天或日
後決定判刑 (sentence, 法律制裁)。
如果你的伴侶不認罪 (pleads not guilty)，便會進行審訊。如果你的伴侶在獄
中，法官可能讓他出獄直到開審。你的伴侶將須同意保釋條件 (bail conditions) ,
例如不接觸你，或不飲酒。
你可能不獲通知 有關你的伴侶何時出獄。但是，你要知道發生何事和保釋
的條件是什麼。可向政府律師索取一份保釋條件和任何無接觸令的副本，並經
常 把副本隨身攜帶，以便一旦你報警時需要用到它。如果你需要幫助獲取保
釋條件的資訊，要求倡議者或受害人服務工作者幫忙。欲尋找受害人服務工作
者，致電「卑詩省受害人熱線」(VictimLinkBC) 1-800-563-0808（免費）。
如果你的伴侶違犯（breach，不遵守），保釋條件或無接觸令，立即報警。
警方可會拘捕你的伴侶，並控以違犯保釋 (breach of bail), 或違犯指令 (breach of
an order)。
你的伴侶可用一個好理由（例如，需要找律師）要求休庭 (adjournment, 法
庭延遲審訊）。
你不一定要出席，除非你想去、或政府律師要求你必須做證人。政府律師
可能給你傳票 (subpoena，一份要求你必須出庭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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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要做什麼？
What does a witness do?
如果你的伴侶不認罪，你必須做證人作供 (testify, 告訴法官什麼事
發生在你身上）
。
在審訊前，政府律師會與你談論你的案情。如果你需要傳譯員，或有殘疾
而需要幫助，在會面前告訴政府律師，以便能為你作出安排。政府律師：


會和你商談你打算說什麼，



可能解釋在法庭上會發生什麼事，及



可和你商談撰寫受害人創傷供詞 (victim impact statement)。

如果你的伴侶被判有罪，你的供詞會助法官判決你的伴侶的刑罰。受害人
服務工作者或倡議者，可助你填寫那份供詞的表格。告訴政府律師：


如果你擔心你或孩子的安全，



如果你的伴侶違犯或不遵守保釋或無接觸令，並如何違犯該指令，及



假如/何時你曾與感化 (probation officer) 官接觸 (感化官會監督那些在保釋
或刑罰中有緩刑而出獄的人士)。

如果你不想做證人
If you don’t want to be a witness
告訴政府律師。詢問政府律師可否要求法官以和平保障令 (peace bond) 代替進
行審訊。和平保障令說明你的伴侶必須「行為良好，保持和平」長達12個月。
該令通常還有其他條件，例如不能與你接觸。如果你的伴侶遵守該令，他便不
會有犯罪記錄。
即使你不想做證人，案件仍會繼續審理。法官可會說你必須作供，或如果
你不肯作供會把你拘捕。
如果這情況發生，解釋你為什麼不想做證人。如果你害怕，法官可以允許
你在視頻上或坐在屏幕背後作供。向倡議者或受害人服務工作者諮詢這點。

審訊中會發生什麼？
What happens in a trial?
在審訊前，受害人服務工作者可向你解釋法庭程序，並可與你一起
上法庭。
在法庭上的政府律師，可能不是那位在審訊前批准指控或曾與你會面的同
一位律師。

刑事法庭程序
審訊中
At the trial
1. 政府律師呈遞證據指控你的伴侶(被告人，the accused)。
2. 政府律師傳召你作為重要證人並盤問你。
3. 政府律師傳召其他證人，例如警察、你的朋友或鄰居，還可能是你的醫
生。如非必要，你的孩子不用做證人。
4. 政府律師可呈遞實物證據 (physical evidence)，例如被撕破的衣服、展示
傷勢的照片、武器，或醫療記錄。
5. 你的伴侶或其律師可以交叉盤問你 (cross-examine，向你提問）。法官和
政府律師應確保提問要洽當。在回答提問時，你也可要求屏風或安排只
面向法官。
6. 在政府律師陳述案情後，你的伴侶的律師也會用同樣的方式陳述案情的
另一面。你的伴侶可以提出證據，但不一定須要。

法官的裁決
Judge’s decision
聆聽全部事實後，法官便裁決你的伴侶是否有罪。


如果你的伴侶有罪，法官會把他判刑。



如果你的伴侶無罪，法官不會把他判刑。這並不意味著法官不相信你，
而是所呈證據不能證明你的伴侶在「沒有合理懷疑」下有罪。

法官如何判刑
How the judge decides the sentence
法官：


考慮到你被虐待時發生了什麼事；



閱讀你的受害人創傷供詞。(如果你的供詞是在較早前寫的，在開審前把
它更新一下會有幫助) ；及



可以向感化官索取一份判刑前報告。感化官可能與你面談以撰寫該報
告，所以你要明確表達對自已和孩子安全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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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判刑
Possible sentences
如果法官判決你的伴侶有罪，你的伴侶會被判處以下其中一項刑
罰：


有條件釋放 (conditional discharge) ：你的伴侶必須在一段時間內遵守一些
條件，例如遠離你和你孩子，或接受輔導。如果你的伴侶遵守，他便不
會有犯罪紀錄。



延後判刑 (suspended sentence) ：你的伴侶必須在一段時間內，遵守法官
在感化令中訂立的所有條件。通常，其中一項條件是要向感化官報告。
法官還可命令他去參加為施虐待者、或有毒癮或酗酒而設的治療計劃。
感化官必須告訴你感化令上的條件。如果你的伴侶不遵守那些條件，他
可被拘捕、檢控和面臨審訊。如果你的伴侶被判有罪，他也會因違犯指
令而受刑罰。就算他遵守所有條件，他也會有犯罪記錄。



入獄 (Time in jail)：如果襲擊罪行嚴重或如果你的伴侶從前曾干犯刑事罪
行，他可會被判入獄。監禁後，你的伴侶可能獲得緩刑並須遵守一些條
件。被判這刑罰，你的伴侶便會有犯罪記錄。

審訊後會發生什麼？
What about after the trial?
如果你的伴侶被判入獄，重要的是：


如果你的地址/電話號碼有更改，告訴假釋委員會和懲教職員，以便他們
可以把有關假釋聆訊和你的伴侶會何時出獄的消息發送給你。



保持與你的倡議者或受害人服務工作者交談，以便繼續獲得支援的和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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